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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学毅

11 月 11 日，《证券日报》记者从中国上市
公司协会（下称“中上协”）获悉，中上协在各
地方上市公司协会和广大上市公司的支持
下，开展民营上市公司党建案例征集活动，
最终筛选收录近百篇优秀案例并汇编成册。
红豆股份、特锐德、新希望等上市公司入选
案例。

从案例实践来看，很多民营企业积极抓党
建、主动强党建，通过党建提升了企业的创新
力、竞争力和凝聚力，实现党建工作和企业发
展的“双赢”。部分民营上市公司将党建写入
公司章程，为党建工作夯实制度基础。部分
民营上市公司通过党群共建、创新“党建+”模
式，团结凝聚职工群众，以党建工作引领企业
文化建设，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和凝
聚力。部分民营上市公司通过健全“双向互
动”等工作机制，将党的组织建设融入企业经
营管理，发挥党组织在职工群众中的政治核
心作用，在企业发展中的政治引领作用，推动
了非公党建新局面的形成。

民营上市公司普遍表示，做好党建工作不
仅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在民营上市公司中
的重要体现，也是自身做大做强的必然选
择。通过典型案例的相互学习和借鉴，也有
利于民营上市公司更好地把握党建面临的新
形势，得到启发、获取经验，把党的组织优势
转化为上市公司的发展优势，引领企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

中上协表示，作为上市公司的全国性自律
组织，中上协将继续践行“服务、自律、规范、
提高”的宗旨，在证监会党委的坚强领导下，
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的意见》（国发〔2020〕14号）的要求，充分
发挥协会自律管理作用，持续推动上市公司
高质量发展。

中上协组织汇编
《民营上市公司党建优秀案例》

本报记者 周尚伃

北交所的设立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多层次
资本市场，而作为重要中介机构的券商除了在
业务端着力推进有关工作外，在投资端也着手
提前布局新三板公司。

粤开证券研究院策略组负责人陈梦洁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近期不少挂牌公司
的公告中看到明星投资机构的参与身影，机构
提前进场‘掘金’北交所。未来具有特色的
企业以及转板预期较高的企业或将更受机
构投资者青睐。”

当前，券商从一级、二级市场全方位布局
新三板。Wind资讯数据显示，自北交所成立官
宣以来，已有18家券商现身20家新三板挂牌公
司新股配售对象名单（包括定增），累计获配
1679.88万股。其中，江海证券在仅仅两个多月
的时间里，就参与了9家新三板公司的新股配
售（全部为战略投资者），累计获配433.36万股，
投入金额达4806.74万元。

此外，圣兆药物同时吸引了东北证券、红
塔证券、湘财证券、首创证券、太平洋证券5家
券商参与认购股份；明远创意同时吸引了中山
证券、首创证券、民生证券、开源证券4家券商
参与认购股份。

记者注意到，在新股配售名单中，目前江
海证券、首创证券、开源证券、安信证券等中
小券商参与新三板公司布局尤为积极，而大
型券商目前仅有中信证券、广发证券参与。

从机构持股看，在新三板精选层挂牌公司
中，截至三季度末共有23家前十大流通股股东
名单中出现券商身影，合计持有6124.95万股，

持 仓 市 值 约 为 21.79 亿
元。其中，中金公司新进
持有连城数控805万股，持
仓市值约9.5亿元，并成为
其第三大流通股东及第六
大股东。而观典防务、长
虹能源均同时吸引了4家
券商重仓持有。

当前，券商资管也正
在积极布局投向新三板产
品。Wind资讯数据显示，
在目前有净值数据的93只
与新三板相关的券商集合
理财产品（投资范围为新
三板股票或部分为新三板
股票）中，仅今年以来新成
立集合理财产品就高达25
只。从业绩表现方面来
看，93只产品成立以来的
平均收益率为9.71%，有
12 只 产 品 收 益 率 均 超
50%，其中3只产品收益率
均超100%。

北交所或将为机构
投资者带来跨层次的投
资机会。申万宏源研究
所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交所成立刚好补齐了
多层次资本市场短板，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
务。未来，各交易所的发展各有侧重。而北
交所将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且铺平‘基础
层-创新层-北交所’层层递进的发展路径

意义重大。”
同时，陈梦洁向记者表示：“北交所总体平移

精选层各项基础制度，以市值为核心，围绕盈利
能力、成长性、市场认可度、研发能力等设定了四
套进入条件，我们认为与专业化、精细化、特色
化、新颖化的要求有异曲同工之处。新三板精选

层企业将成为北交所第一批上市公司，从目前精
选层企业行业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工业、信息
技术、材料、医疗保健四个行业，部分企业处于
细分领域龙头地位。因此北交所设立后，新三
板精选层法律地位将显著提升，获得机构投资
者的青睐。”

业务端投资端双线布局 券商全方位掘金北交所

本报记者 殷高峰

陕西煤业 11月 10日发布公告称，公司拟
与上海开源思创投资有限公司发起陕西开源
雏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下称“开源雏鹰
基金”）。

公告显示，开源雏鹰基金拟以开源证券
督导的拟登陆北交所上市的优质新三板企业
为主要投资目标。

陕西煤业表示，本次合作旨在依托上海开
源、开源证券的专业团队及投资能力，加大对
市场优秀创业公司投资与孵化，获取财务投资
风险收益。

“陕西煤业除了有非常丰富的优质煤资
源，同时近期股权投资也非常成功，陕西煤业
利用其资金的优势，先后成功投资了隆基股
份、赣锋锂业、彤程新材等优秀上市公司，仅

仅在这三个项目上就获利超过 200亿元。”上
海戊戌资产合伙人、西安交通大学金融学博
士丁炳中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此次陕西煤业设立北交所专项投资基
金，一则顺应了国家政策导向，二则有可能
瞄上了北交所已有或潜在的一些优秀标的，
有望延续在二级市场的投资成绩，是一举两
得的事情。

对于此次参设开源雏鹰基金，陕西煤业表
示，北交所的设立开启了资本市场共同服务经
济稳健发展、支持科技创新的新格局，使新三
板股票的流动性得到有效提高，助力优质企业
估值的提升。在此契机下，公司为更好地服务
实体经济，做强做大公司品牌，拓展延伸战略
规划部署的相关产业，拟将通过投资基金的方
式实现资本化布局。

根据公告，开源雏鹰基金拟以开源证券督

导的拟登陆北交所上市的优质新三板企业为
主要投资目标，涉及投资企业的相关领域包括
但不限于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高端装
备、工业物联网等。基金计划总规模为10亿元
人民币，其中，陕西煤业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
不超过6亿元。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
资金。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开源思创投资有限公
司是由开源证券 100%控股，而开源证券的控
股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也是
陕西煤业的控股股东。

“最近几年，注册制先后在科创板、创业板
落地，以及北交所的设立等，给券商的投行业
务带来了相当大的变化。”西安工程大学产业
发展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王铁山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这给一些中小券商的发展带来
了机遇。

“尤其是在新三板层面，一些头部券商之
前并没有对此投入过多的精力，北交所的设立
对于那些提前布局新三板业务的券商来说是
非常好的发展机遇。”王铁山称。

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早在 2016年，开
源证券就设立了一级部门股转业务总部作为
新三板业务的执行部门及归口管理部门，目前
公司持续督导的新三板企业超过 600家，位居
行业首位。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 7月份以来，开源
证券先后保荐了森萱医药、连城数控、德众股
份、德源药业等多家新三板企业顺利晋级精选
层，新三板精选层承销金额，行业排名第三
位。其中连城数控为首家股价过百元、市值过
百亿元的精选层挂牌企业。北交所开市在即，
以上新三板精选层挂牌企业将全部平移至北
交所，成为北交所首批上市公司。

陕西煤业拟设立北交所专项投资基金
基金计划总规模为10亿元人民币

（上接A1版）
全会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党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
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
大成就。

全会强调，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
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
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
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
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
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
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全会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
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

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
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
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
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全会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上，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
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
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
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
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
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
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
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
强。在经济建设上，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
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
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
发展之路。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党不断推
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国家
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在政治建设上，积
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好发挥，生动
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
在全面依法治国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不断健全，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党运
用法治方式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显著增强。
在文化建设上，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
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
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
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
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在社会建设上，人民
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
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发展了人民安居
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续写了社会长
期稳定奇迹。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党中央以前

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
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
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人
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重整行装再出
发，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人民军队坚
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
际行动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维
护国家安全上，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经受住
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
风险挑战考验，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提供了有力保证。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
国统一上，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
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推动香
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为推进依法
治港治澳、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下
了坚实基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
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在
外交工作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
方向的鲜明旗帜，我国外交在世界大变局中开
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我国国际影响
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
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

全会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
意义：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
的前途命运，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被欺负、被
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
运的主人，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
为现实；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
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
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党的
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马
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
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
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
中国得到充分彰显；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

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
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党的百年奋斗锻
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伟
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保持了党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
提高，中国共产党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全会提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
奋斗，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就是：坚持党
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
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
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
我革命。以上十个方面，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
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
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
断丰富和发展。

全会提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
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
茂。过去一百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
优异的答卷。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
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
根本问题，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坚定理想信
念，牢记初心使命，始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艰苦奋斗，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
所惑，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
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全会强调，全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深化
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系统观念，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科技自立自
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
国美丽。

全会强调，全党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
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
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
奋斗。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
远虑、居安思危，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做到难不住、压不
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
一往无前。

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于 202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全会认为，
党的二十大是我们党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
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
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党要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奋进，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召开。

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勿忘昨天的苦
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
梦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
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我们坚信，在
过去一百年赢得了伟大胜利和荣光的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
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
（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